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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干推动发展 以实干赢得未来

———我区全国人大代表热议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3月15日上午，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胜利闭

幕， 我区全国人大代表意

气风发地走出人民大会

堂。代表们纷纷表示，人大

代表既是崇高荣誉， 也是

神圣职责， 回去后要积极

宣传宣讲、 带头贯彻落实

大会精神， 引导和带动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学习

领会、 深入贯彻落实大会

精神，以实干推动发展，以

实干赢得未来。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

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我回去以后，要按照自

治区党委的统一安排部

署，第一时间向单位汇报、

传达两会精神， 结合自身

参会的感受体会， 积极宣

传宣讲、 带头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全国人大代表包

满达说， 自治区发改委将

把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同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次

党代会和自治区党委十届

二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围

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

方式调结构，集中推进“七

网”同建、“七业”同兴，促

进呼包鄂协同发展， 支持

东部盟市跨越发展， 加快

和林格尔新区建设。 抓紧

做好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

研判， 切实解决好经济运

行中的突出问题， 确保经

济运行稳中有进、 稳中向

好，实现首季开门红。

以实干推动发展，以

实干赢得未来。 全国人大

代表冯玉臻表示， 我们一

定要贯彻好全国两会精

神，撸起袖子加油干，完成

好各项工作任务， 努力实

现今年的奋斗目标， 争取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阿拉善盟将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 树立并落实新发展理

念， 主动适应把握引领新

常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 坚守发展、生

态、民生“三条底线”，不断

优化一产、提升二产、做大

三产，大力推进“五化”协

同发展，坚决打好“七网”

攻坚会战， 着力构建大生

态、大园区、大旅游、大城

乡、大开放、大网络、大民

生、大安全“八大格局”，全

力推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和社会和谐稳定， 努力把

阿拉善打造成为祖国北疆

亮丽风景线上的璀璨明

珠。

今天的中国， 正迈向

更加壮阔的又一程。 全国

人大代表朝克认为， 全国

两会精神的贯彻落实，直

接关系着“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实现， 直接关系

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实现。“我们要认真

学习大会精神， 深刻领会

其精神实质， 并进行广泛

深入的宣传宣讲。 特别是

要紧密结合实际工作狠抓

落实， 不忘初心、 继续前

进， 用丰硕成果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庆祝自

治区成立70周年。”

全国人大代表白晓光

表示，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

造（集团）有限公司将精心

组织安排学习全国两会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 深刻领会把

握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思路和大政方针， 深刻

领会国家政策规划中所蕴

含的发展新机遇和政策新

红利， 以及民主法治建设

的新部署、新要求，坚持以

全国两会精神为统领，坚

定不移推进供给侧改革，

切实提升企业发展活力，

把企业经营和改革发展推

向崭新阶段。

将全国两会精神传达

到基层、落实在基层，代表

们肩负着重要职责。 来自

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的全国人大代

表索曙辉说，我们把学习、

宣传、 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落

实， 将从旗党校及其他部

门抽调人员组成讲师团，

专门到民族村进行授课讲

解， 让少数民族同胞更深

刻理解全国两会精神，进

一步了解党和国家的民族

政策， 着力将大会精神落

实到全旗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发展中来。

来自鄂尔多斯市蒙古

族中学的全国人大代表查

嘎岱表示， 回到学校后将

通过教职工大会向全校师

生宣讲大会精神， 通过课

堂、校宣园地、校播音室等

多种渠道宣传大会精神，

到社区、 代表之家以及周

边乡村学校做好大会精神

宣传、宣讲。同时，提炼、整

理大会报告中的重点关键

词， 帮助大家更好地领会

大会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好全国两会精神， 守望相

助、团结奋斗、一往无前，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庆祝自治区

成立70周年， 这是代表们

共同的心声。

文/内蒙古日报社融媒
体记者戴宏月英

我区计划面向社会招考4679名公务员

新报讯（记者马丽
侠）

自治区党委组织

部、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自治区公

务员局3月18日联合发

布消息称， 根据工作需

要， 决定组织实施全区

2017年考试录用党政群

机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

工作。 此次考录计划面

向社会招考公务员和参

公单位工作人员共计

4679人， 其中自治区党

群、法检系统1005人，自

治区政府系统367 4人。

此次招录考试报名 采

用 网 络 报 名 方 式 进

行，报名网站为内蒙古

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

www.impta/com），报考人

员提交报名申请时间为3

月23日9时至3月29日17

时。

此次招考，部分职位

定向招录服务期满（最低

服务满2年） 并且考核合

格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

基层公益性岗位服务人

员和大学生退役士兵

（以下统称“项目人员”）；

部分职位定向招录“蒙

汉兼通”人员。

笔试时间为4月22日

和23日。 报考公安机关

（不含森林公安、监狱、戒

毒、司法警察）人民警察

职位的人员，还需参加公

安专业笔试。考生笔试成

绩和最低合格分数线在

内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

上公布。报考者可登录内

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查

询招考简章和招考职位

详情。

跨境跨区：内蒙古旅游正在提质增效转档升级

（上接1版）
发展跨境跨区旅游，

对促进旅游业发展意义

重大。兴安盟旅游局局长

孟铁牛介绍，2017年，兴

安盟要提升铁路航空网

络服务能力，谋划增开乌

兰浩特———昆明等3条航

线，谋划开通大连、沈阳

至乌兰浩特旅游专列等3

条专列，增强地区跨境跨

区旅游影响力。

“跨境跨区旅游提质

增效转档升级，不仅要在

加强合作上下功夫，更要

创新发展。我区要进一步

发挥国际旅游的引领作

用，努力把中俄蒙地方旅

游合作与交流提升到国

家层面， 扩大影响力；要

提升我区旅游在向北开

放战略中的地位和作

用。” 自治区旅游局副巡

视员郑家宁说。

（日新）

◎速读

●3月15日，自治区科技厅印发了《关于认定第三批内蒙古自治区众创空间试点、
众创空间试点培育的通知》，共认定众创空间试点69家，试点培育24家。至此，自治区
共有众创空间试点139家，试点培育40家。目前，自治区众创空间已覆盖全区12个盟
市，7所自治区直属高校和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段丽萍）

第20届内蒙古农博会成交额4.7亿

新报讯（记者刘晓君）
为期3天的2017年第20届

内蒙古国际农业博览会3

月18日在呼和浩特落幕。

该会意向成交额9.6亿元，

实际成交额达4.7亿元。

据了解，本届展会展

出面积3万平方米， 产品

涵盖农资、 节水灌溉、林

业产品、航空植保、农牧业

装备、农畜产品、金融服务

七大领域， 来自美国、英

国、 德国等11个国家和国

内26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宝

岛台湾的共计860余家涉

农企业携新产品、新技术

亮相农博会。据不完全统

计，展会期间的参观人数

达到6.2万人。

内蒙古农博会现已

成为内蒙古对外展示的

一个重要窗口，商家合作

洽谈的重要平台 ，3天的

展会为呼和浩特地区的

餐饮、酒店、交通、物流、

旅游等众多行业带来间

接经济收入达到600万元

以上。

家长进校园

3月17日，呼和浩特市丁香路小学的学生与家长共同上课、做游戏。当日，

为了增强学校、家长、教师之间的沟通，新城区丁香路小学邀请部分学生家长

走进校园，参与学校的教学工作，感受校园文化，体验校园生活。

摄影/本报记者牛天甲

◎新闻追踪


